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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畫派 - 嶺南畫派的淵源                                                                  王禮溥

中國繪畫，歷經唐朝二百八十餘年，吸收外來文化，發揮獨創的精神，承先啟後、至宋代人才輩出，名家蔚起，法
備而藝精。元以後，畫家多重師承，且以臨摹為能事，師古人之述，而不師古人之心，流風所及，終於造成了明、
清衰微的局勢，正如近代名家黃賓虹所說的： 「唐畫如麵，宋畫如酒，元畫以下，漸如酒之加水，時代愈後，加水
愈多，近日之晝，已經有水無酒，不能醉人，薄而無味。」.

民國以來，隨者政治上掀起的火燄，繪畫也導致了革新的運動。 

嶺南畫派，開始於清中葉而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自日本學成歸國之後，他們衝破前人傳統思想的束縛，反對國
畫停滯於仿古的階段，更反對那「師以臨摹教其徒，父以臨摹教其子」陳陳相因的惡劣習氣，而提倡師法自然，重
視寫生。 

 嶺南畫派，在地域上說，是以嶺南人物為中心，在理論上協，是「折衷中外，融合古今」，創始者是高劍父、高奇
峰、陳樹人。高奇峰早年追隨其兄劍父習畫，高劍父與陳樹人都出自居廉門下，居廉初學畫於居巢，二人同師事宋
光寶與孟麗堂，宋、孟的畫風叉深得惲南田畫的神韻，因此，嶺南畫派可說是惲南田、宋光寶、孟麗堂、居巢、居
廉、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一脈相承。

高劍父論繪畫創作說：「我的主張是在表現上選題命義，必須主觀堅定．而描寫形容，又須客觀的觀察現實，主題
是要給人接受的目的，而客觀描寫是誘導這目的給觀眾的橋樑，這是藝術觀念與藝術手段的合一。」又說： 

「要忠實寫生取材大自然，即又不是一味服從自然，是由自己主見，經過心靈化合提鍊而出，取捨美化，增強效
果。」這種理論，代表看嶺南畫派的基本精神，而它可能是源出於張操所說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居巢 （1811～1889年）         居廉（1828～1904年）
居廉初學畫于居巢，二人同師事宋光寶與孟麗堂，宋、孟的畫風叉深得惲南田畫的神韻

 
 

高劍父（1879～1951）                                 高奇峰（1889～1933）                               陳樹人（1884～1948）
 

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簡稱「二高一陳」）高劍僧，都曾留學日本，學習過日本畫，
很早就參加革命活動，都是同盟會會員，在藝術上主張「折衷東西方」。

 
1924-1937 創立「春睡畫院」於廣東            1929-1935 創立「天風樓」於廣東                  唯一弟子劉春草

                        嶺南畫派第二代                                                        嶺南畫派第二代 　

                                                        嶺南畫派第三代 

         胡宇基、歐豪年、 朱慕籣、陳金章、梁世雄、楊之光、葉綠野、黃磊生、林鏞、王玉玨、
                                            劉允衡、盧清遠等............

 
                                                   嶺南畫派第四代

          陳蘊化、邱定夫、李蕭錕、宋瑞和、趙文雄、巫素真、白豐中、林進忠、李俊輝、陳永模、白宗仁、
                吳士偉、廖鴻興、張忠名、王寶貴、何正良、吳恭瑞、李婉惠、郭佑麟及林錦濤等等。

趙少昂，週一峰，張坤儀， 黃少強， 
容漱石， 葉少秉，何漆園 「天風七
子」之稱，為嶺南派之表表者。鮑少
遊， 黃幻吾。

關山月、楊善深、黎雄才、方人定、
司徒奇、曉雲法師、何香凝、、陳凝
丹、蘇臥農、李撫虹、黃獨峰、趙崇
正、何磊、楊素影、黎葛民、容大
塊、伍佩榮、葉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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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畫派 -  嶺南畫派的風格   

高劍父論繪畫創作說：「我的主張是在表現上選題命義，必須主觀堅定．而描寫形容，又須客觀的觀察現實，主題是要給人接
受的目的，而客觀描寫是誘導這目的給觀眾的橋樑，這是藝術觀念與藝術手段的合一。」又說： 

「要忠實寫生取材大自然，即又不是一味服從自然，是由自己主見，經過心靈化合提鍊而出，取捨美化，增強效果。」這種理
論，代表看嶺南畫派的基本精神，而它可能是源出於張操所說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嶺南畫派在技法上所表現的獨特風格是。

１。 佈局重視空白 ﹣ 中國繪畫佈局重視空白，是深受莊子「虛室生白」思想的影響。 竺重光說:「虛實相生，蛀籌處皆成妙
境。」 

惲南田說：「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能於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意神明，進乎技矣。」 

所謂「虛實相生」、「用心在無筆墨處」與音樂上的「此時無聲勝有聲」，文學上的「義理在無字句中」及晚唐司空圖在「詩
品」中強調的「不看一字，盡得風流」，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 

嶺南畫派佈局重視空白，雖然在技法上並非是種突破，但它「用心在無筆墨處」即常常使畫面襯托得更美妙。 

２。 用筆注重骨法 ﹣ 採用各種不同筆法，包括中鋒、側鋒、偏鋒、臥鋒、推筆、拖筆、逆筆等，變化繁複，於畫面上造成反
傳統的效果，以期達到氣韻生動的境界，畫中線條多如蒼籐古柏，峻石屈鐵，大氣磅醣，迺勁有力。 

３。 畫面賦色艷麗 ﹣ 嶺南畫派由於受到西洋印象派的影響，為注重光的表現，畫面賦色大都甚為艷麗，這與強調「蕭條則會
筆墨之趣、淡漠則得筆墨之神」  （清、邵梅臣「畫耕偶錄」）的傳統國畫完全相反。 

４。 背景耆色渲染 ﹣ 中國繪畫，自漢代以後，部份畫家開始注意物象的明啃與色彩效果，然而，自王維提出「畫道之中，水
墨為上」的論調，水墨便取代彩色的地位，普遍的為一般畫家所採用，它的功能也的確受到世人的肯定與重視，因此，背景著
色渲染，可說是對水墨的一種革新。嶺南畫派自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延綿迄今數十年，在今日的國畫中已成為一個深具影
響力的畫派，若能始終貫徹當年三傑提倡新國書的反傳枕精神，放棄那「直追董巨，深入宋元」的繪畫思想，入法脫法，推陳
出新，於發現無窮無盡的大千世界後，相信非但驚天動地，傳與後世的作品可拭目以待，而中國的繪畫也必能因此更推進一
步。

转载自  嶺南派畫  藝術圖書公司

趙少昂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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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新秀彩墨畫展

《嶺南新秀彩墨畫展》的意義

嶺南派中國畫的聲譽 , 大约於1930年代在中國雀起。當時留學日本回國 , 推動中國畫改革由有 “嶺南三
傑”之稱的廣東畫家高劍父(1879-1951)、高竒峰(1889-1933)及陳樹人(1883-1948)所發起 , 以 “折衷中外, 
融合古今” 為宗旨 , 將日本及西洋的畫風帶進中國 , 並且着重寫生 , 以中國南方的景物及花鳥入畫 , 賦
色艷麗及具有光度感 , 而自成一格。三子重視教學 , 其第二代傳人趙少昂(1905-1998)、黎雄才(1910-2001)
、關山月(1912-2001)、楊善深(1913-2004)亦各自有所發揮和成就 , 被號稱為 “嶺南四大家”。

嶺南派的藝術 , 傳至現代已開枝散葉 , 尤其是在’海外已有第五代的傳人。然而當最後一位嶺南大師楊
善深於2004年逝世後 , 有論者認為由二高一陳開山的嶺南派繪畫已經終結及由時代變遷所取代。中西合
璧的現代中國畫趨勢 , 正如日本畫一樣 , 變成不可避免的潮流。於是 , 2002年在廣州的一個展覽 , 遂有 
“後嶺南畫派”的稱譽。其實 , 發展到今天 , 華人散佈在海外 , 嶺南派已經完全超越地域的觀念 。現在 
, 嶺南派的第四、第五代傳人 , 在該派的精神下 , 都各自在追究求中國繪畫的創新。

八月廿三日在中華文化中心文物館展出的一個名為《嶺南新秀彩墨畫展》, 展出本地畫家作品五十多幅 , 
俱為嶺南派的第四及第五代傳人 , 包括張婉、李雪康、黎徳儀、林燕桃、曾美貞、崔美蓮、劉志文、容
貴生、朱崢榮、沈玉儀、林端升及司徒澤華等12人。他們繪畫所追求的風格不一 , 也有曾經跟隨別的派
系學習 。他們擅長傳統的花鳥蟲魚、走獸和山水 , 注重筆墨 , 但在佈局和表現方面 , 卻力求新意 , 於作
品注入現代感 , 將給我們展示岀中國現代畫的一種新意。

楊裕平
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文化節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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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新秀彩墨畫展》

    經過陳蘊化先生和楊裕平先生數月的努力，《嶺南新秀彩墨畫展》今天終於在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
隆重開幕了，我謹向各位今天參展的畫家們：張婉、李雪康、黎徳儀、林燕桃、曾美貞、崔美蓮、劉志
文、容貴生、朱崢榮、沈玉儀、林端升及司徒澤華致以誠摯的祝賀。

在這個展覽上，我們看到在陳蘊化的引領下成就了如此衆多的嶺南畫派的新秀和優秀的作品，我們非常
感動。嶺南派的出現是由於受民主和開明思想的影響，高檢伕、高奇峰及陳樹人以“折衷中外，融合古
今”主張中國畫更新，反對清末民族畫壇的摹仿守舊而出現的帶有強烈的現代意識，重新界定中國畫中
的寫實概念的結果。

嶺南畫派的理論核心是康有爲所認爲的造成中國畫衰微的原始元明以來對寫實揚棄的結果。嶺南派於是
在“取歐畫寫實之精，以補吾國之短“的同時又重新闡釋了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寫實概念”。 嶺南畫
派五代人的努力使我們看到了中華文化的所謂“落後“並不是自己的文化傳統之過，而是我們早在五四
時期錯誤地給我們的傳統設定了一個偽命題。在這個偽命題之下，將自己的五千年傳統與西方現代文化
作爲對立的因素而人爲的相互排斥。

《嶺南新秀彩墨畫展》的重要貢獻在於第五代嶺南畫派的傳人們在二十一世紀初，在爲了走向並融入西
方現代文明而對自己傳統的排斥和自貶的囂聲中選取了更進一步地博取中國歷代諸家之長、繼承傳統水
墨的精華、融合了近百年來中國畫的新語言特徵、重新界定現代中國繪畫概念的努力。這個展覽給我們
的啓發是：“他者化”（亦步亦趨地摹習西方） 不是民族文化的新生大道，更不可能按照西方現代文
明的藝術遊戲規則和價值觀引領我們走向中華文化的現代進步的宏大願望。

曹星原教授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美術史，視覺藝術，理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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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新秀彩墨畫展

早年在香港及海外學習西洋畫及中國畫。將國畫的線條及西洋畫的色塊融匯入畫。喜對大自然寫生。自八十年代起，曾於
中國、東南亞和北美洲舉辦畫展，作品獲星加坡國家博物院畫廊及私人收藏。

荷花系列    Lotus Series           水墨設色紙本   Chinese ink & color on rice paper      13"x13"  Each

張婉
Yvonne Ch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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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美蓮
Ada Chui

霜葉落知秋組畫  A Melody of Autumn            水墨設色紙本   Chinese ink & color on rice paper      13"x13"   each

生於香港，自幼熱愛畫，移民溫哥華後，拜嶺南派畫家潘淑俊和陳蘊化為師。從學藝至今已有3年，作品曾多次入選畫展和
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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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新秀彩墨畫展8

Brian Gee Born in Vancouver B.C.,Education - University of B.C. - BA language &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nitoba - MA 
architecture. study chinese brush painting under Margaret Chin & James Tan.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brush painting is not 
only about learning to control and explore the expressive nergy of the various brushstrokes, but it  is also a path towards a 
better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one of its rich traditions.

朱崢榮  
Brian Gee

四季山水  The Four Seasons Landscape           水墨設色紙本   Chinese ink & color on Korean paper      13"x13"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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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端升生於南非，長於東非。受教育在東非和英國倫敦。1968年移居加拿大，在卑詩大學讀地產按揭，領有地產經紀牌照。
以繪畫自娛，師從侯晏然女士，1996年再隨周士心教授習畫，2006年隨陳蘊化老師學習嶺南畫藝。現為現為加拿大溫哥華華
人藝術家協會永久會員，作品曾參加多次重要聯展及歷屆溫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年展。

林端升
Dawn Gin

長松高壽  Longevity         水墨設色紙本   Chinese ink & color on Korean paper      24"x36"



嶺南新秀彩墨畫展10

生於香港，自幼熱愛畫，1974
年移民溫哥華，先後拜司徒乃
鍾、張恒，劉渭賢、馬子平、
潘淑俊和陳蘊化等名家為師。
從學藝至今已有10年，作品曾
多次入選畫展和聯展。

曾美貞  
Betty Hung

隨意寫雲山  Cloudy Mountain       水墨紙本   Chinese ink  on Korean paper     58"x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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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香港，畢業於卑詩大學，自幼熱愛繪畫藝術，2002年在互聯網上欣賞到嶺南派畫家陳蘊化的作品，決定向陳老師習畫，
至今已5年，作品曾多次入選畫展和聯展。

飛瀑百尺帶烟寒  Undaunted Spirit      水墨設色紙本   Chinese ink & color on Korean paper      28"x56"

黎德儀
Winnie Lai



嶺南新秀彩墨畫展12

生於中國廣東臺山，畢業於西門非沙大學，自幼熱愛繪畫，先後拜師趙行方和嶺南派畫家、馬子平、潘淑俊、陳蘊化。作品
曾多次入選畫展和聯展。現任溫哥華培英校友會會長，ICBC財務部經理，列治文中國書畫會委員。

劉志文  
Jeannie Lee

卑斯雪景  Snow Mountain       水墨設色紙本   Chinese ink & color on Korean paper      28"x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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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澳門。自幼酷愛繪畫，曾拜鄭宇生為師學習國畫。1993年移民溫哥華。隨美容研習水墨國畫。隨名畫家陳蘊化習嶺南畫
派，作品曾多次入選畫展和聯展，2005年所作【錦鯉】 獲溫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優異獎。

悠然自適  Happy are the Free   水墨設色紙本   Chinese ink & color on Korean paper      28"x28"

李雪康
Yvette Lee



嶺南新秀彩墨畫展14

林燕桃  
Yin-To Lin
生於香港，自幼熱愛藝術，曾就讀於萬國藝專，隨油畫家伍步雲習油畫，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後，拜師畫家司徒乃鏘、潘淑
俊、黃文達，侯晏然和陳蘊化。除繪畫之外對陶藝情有獨鍾，作品曾多次入選畫展和聯展。

墨竹   Bamboo     水墨紙本   Chinese ink  on Rice paper      28"x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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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玉儀 廣東人。畢業於廣州中醫藥大學。醫院工作十三年。移民加國後二十六年來跟隨本地畫家習國畫、玻璃膠、潑彩、
素描、水彩、油畫。參加本地及香港畫展四十餘次。不少作品被當地名流收藏。參與五種報紙、刋物的插圖繪製。捐畫參與
主流及華人社會慈善拍賣 [如関心失蹤兒童]等。2003年榮獲中華文化藝術總會 “寫生作品優秀獎”溫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
現任副會長，加拿大雅石會秘書 。

白雲如帶山如黛  Misty Mountain   水墨設色紙本   Chinese ink & color on Korean paper      28"x45"

沈玉儀
Donna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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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澤華  
Jack Szeto

年年有餘  Lily Pond     水墨設色紙本   Chinese ink & color on Korean paper      28"x45"

生於廣州市，1976年移居加拿大，自幼熱愛繪畫，先後拜師嶺南派畫家馬子平、陳蘊化。現為現為加拿大溫哥華華人藝術家
協會永久會員，作品曾參加多次重要聯展及歷屆溫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年展。



                                                                              嶺南新秀彩墨畫展                  17

數點梅花天地心  Plum Tree below the Glorious moon      水墨設色紙本    Chinese ink & color on Korean paper      28"x58"

容貴生
Ywai-Sang Yung

生於中國廣東珠海，九四退休，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先後拜師黎沃文學書法，嶺南派畫家潘淑俊、黃文達，陳蘊化學花鳥及
山水。現為現為加拿大溫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會員，作品曾參加多次重要聯展及歷屆溫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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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 / 作者
張婉  Yvonne Chiong

崔美蓮  Ada Chui

朱崢榮  Brian Gee 

林端升  Dawn Gin 

曾美貞  Betty Hung 

黎德儀  Winnie Lai 

劉志文  Jeannie Lee

李雪康  Yvette Lee  

林燕桃   Yin-To Lin 

 

沈玉儀  Donna Lui  

  

司徒澤華  Szeto Jack

容貴生 Kwai-Sang Yung

Title / 題目
◆  荷花系列    Lotus Series 
◆  晨曲  Morning Melody

◆  霜葉落知秋組畫-12張   A Melody of Autumn
◆  四時常放淺深紅   Rose

◆  四季山水  Four Seasons Landscape
◆  浦雲村樹   Misty Village

◆  浪  Roading Billows Beating the Cliff
◆  長松高壽  Longevity
◆  長松高壽(鶴)  Longgevity
◆  春江獨釣    Spring River

◆  隨意寫雲山   Misty Mountain
◆  松林之晨      Morning Mist
◆  鷹   Eagle

◆  夏山烟曉   Misty Waterfall
◆  飛瀑百尺帶烟寒  Undaunted Spirit

◆  卑斯雪景  Snow Village
◆  湖畔之晨   Morning Mist
◆  晚山無語對斜陽   Autumnal Glory

◆  瀟湘八景- 平沙落雁、遠浦歸帆、山市晴嵐、江天暮雪、
   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夕照
   Eight Views of the Hsiao and Hsiang 
◆  悠然自適   Happy are the Free

◆  墨竹    Bamboo
◆ 長松高壽   Longevity  
◆  紅荷    Red Lotus
◆  鳴秋   Autumn Song
◆  嶺南春色    A Touch of Spring 

◆  白雲如帶山如黛   Mountain in the Mist
◆  春溪曉色   Ode to Spring
◆  疑是湘妃出水中   Swaying Lotus

◆  年年有餘   Lily Pond
◆  十里荷香   Lotus Fragrance
◆  碧水澄明   Abundance

◆  數點梅花天地心  Plum Tree below the Glorious moon
◆  四季山水   Four Seasons Landscape
◆  南國一枝秀   Orchid   

Size
13"x13"
17"x42"

13"x13"
31"x16"

13"x13"
28"x58"

24"x36"
24"x36"
24"x36"
24"x36"

28"x58"
28"x58"
28"x48"

28"x48"
28"x56"

28"x53"
23"x48"
28"x50"

7"x28"

28"x28"

28"x58"
13"x42"
13"x42"
13"x42"
18"x27"

28"x45"
28"x45"
13"x42"

28"x45"
28"x45"
28"x28"

28"x58"
13"x13"
13"x40"

嶺南新秀彩畫展
8月23日 中華文化中心文物館展

展出作品目錄  List of pain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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